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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全西北太平洋微小涡流对大洋环流的影响 

——地球模拟器的高分辨率结果 

1．概要 

为研究 1~50km 的次中尺度（submesoscales）现象对大洋环流的影响，日本海

洋科学技术中心（JAMSTEC）Hideharu Sasaki 主任研究员和 Yoshikazu Sasai 主任研

究员等利用地球模拟器高分辨率海洋模型开展了北太平洋数值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在西北太平洋黑潮延伸区域，冬季海洋表面产生的混合层变厚，次中尺度现象在混

合层活动加剧，并为 100~300km 的中尺度涡提供动能，由于中尺度涡的活跃最终导

致了大洋环流的季节性变化。 

中尺度涡在全球热量循环、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等物质循环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截止目前为止尚未明确微小涡流与中尺度涡间到底存在何种具体的关系。

而本研究由于确定了微小涡流对中尺度涡发生的影响程度，期待今后通过高分辨率

海洋模型开展全球范围的再现实验，阐明因全球变暖引起的海面水温升高对涡流活

动的影响以及对大洋环流的影响。并希望利用未来 10 年内发射的地球观测卫星所观

测到的海面高度数据, 捕捉全球水平的中尺度涡、微小涡流的空间分布和季节性变

化，最后利用观测数据对本研究的数值实验结果进行验证。 

2. 背景 

黑潮周边分布有许多直径为 100km~300km 的中尺度涡，由于这些涡流与洋流共

同传输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与热量，从而对全球热量传输和水产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地球观测卫星拍摄的图像也捕捉到了世界各海域因涡流间相互作用而产

生的较狭窄的洋流以及 1~50km 尺度的涡流，把这些现象统称为次中尺度现象。但

由于受到云层影响，很少能得到清晰的卫星图像，而且图像数据也不适于这些现象

的动力学分析。利用船舶和浮标等工具也很难在现场清晰地观测到规模小、数天内

剧烈变化的次中尺度现象的三维结构。 

近年来随着次中尺度现象基础研究的推进，已经明确了其在冬季变厚的混合层

活动加剧，并且伴随着垂直流产生。由于微小涡流在垂直方向上与海水混合，导致

海洋表层与海洋内部的热量交换，以及浮游生物和 CO2 等的物质循环，因此开始研

究次中尺度涡在大洋环流中的重要作用并进行实证的相关研究。 

    但是由于次中尺度现象的现场观测较困难，以及在数值模拟次中尺度现象的再

现实验中，尚未开展过将计算机性能控制限定在小领域、利用高分辨率模拟中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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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及黑潮等大尺度循环场与微小涡流同时再现的领域研究，因此不同尺度的各种现

象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尚待研究。 

3. 成果 

鉴于以上研究背景，以 JAMSTEC 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利用地球模拟器的海洋模

型 OFES，将分辨率网格从 10km 提高到 3km（水平分辨率为 1/30 度），以北太平洋

为对象进行了次中尺度现象（微小涡流和狭窄洋流）与中尺度现象（中尺度涡）以

及黑潮等大尺度循环场同时再现的数值实验，并分析了 2001 年 1 月~2002 年 12 月

的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冬季在黑潮延伸海域混合层变厚，混合层内部由微小涡和狭窄

洋流构成的次中尺度现象比较活跃，而夏季混合层变浅后，次中尺度现象趋于平稳，

更加精确地再现了季节性变化。以海面流速旋转运动强度为指标，次中尺度现象活

跃程度的季节性变化在冬季增强，在夏季减弱。季节性变化与根据实验结果海面高

度推算出的流速旋转运动强度吻合较好，能够证明可以依据高分辨率海面高度判断

出次中尺度现象的季节性变化的结论。 

研究还指出：次中尺度的微小涡流和狭窄洋流由于相互作用后结合、分离以及

自然衰减，与中尺度涡周围大大小小的各种涡流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此次研究

详细分析了不同尺度涡流的活动。通过研究明确了冬季混合层中较活跃的

25km~100km 次中尺度现象的动能转移到了更大尺度的涡流（含中尺度涡），进而促

进了这些涡流活动。半径不足 25km 的微小涡流和狭窄洋流的动能没能转移到周围

的涡流而消失了。小涡流向大涡流的转移过程从晚冬开始会持续数月，最终引起了

中尺度活动的季节性变化。 

数值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次中尺度的微小涡流与狭窄洋流在冬季变得更加活跃，

其后数月逐渐影响到了更大尺度的涡流，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它们的发生与活动。 

4. 展望 

对于伴随着次中尺度现象的季节性变化和尺度间的相互作用，期待着能通过未

来 10 年内发射的地球观测卫星观测到的高分辨率海面高度数据从观测角度给予验

证。目前的卫星海面高度观测可以精确捕捉到 100km~300km 的中尺度涡，利用新的

地球观测卫星可以捕捉到小于 50km 的次中尺度现象，5km 以下的高分辨率能够观

测到全球海面高度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长期、连续地观测到从次中尺度现象到

洋流等不同尺度的现象。利用这些观测结果不仅能验证本研究结果中所关注的北太

平洋和季节性变化，而且还能持续研究 10 年乃至 20 年内的变化。 

此外，通过验证本研究所得的数值实验结果可以实现对全球范围内各种尺度海

洋涡流的发生原理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会对提高未来气候变化模型的精准率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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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另一方面，近年来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气候变暖引起的海面水

温上升改变了次中尺度现象，对中尺度现象也有所影响，从而可能对全球热量传输

和物质循环产生影响，从这点来说十分有必要进行数值实验验证。也期望利用海洋

生态系统模型阐明次中尺度现象对浮游植物等生态系统的影响。 

原文题目：北西太平洋の微小な渦が海洋循環へ与える影響を解明～「地球シミュレータ」

による高解像度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結果から～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41215/  

（陈春 编译） 

WHOI：“冰下机器人”首次成功探究北极冰底世界 

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设计并

建造的水下机器人——Nereid号冰下机器人（Nereid Under Ice，NUI）首次考察了极

地冰层下的海洋。2014年12月16日，科学家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美国地球物理学学

会会议上报告了此次科学考察的研究成果。 

Nereid号冰下机器人通过将潜水器与辅助船连接在一起的一根细光纤电缆接收

指令，在北极冰下完成了四次下潜，在其中的一次下潜中，Nereid号的下潜距离达

到了800米，获取了在海冰底部生长的褐藻图像，并拍摄了巨大的桡足类生物以及在

浮冰下方游水的成群的凝胶状幼形海鞘。 

此次考察的首席科学家，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海

洋生物学家Antje Boetius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证明在冰层下面有如此丰富的生

命活动。在没有水下机器人前，海冰下面的研究主要通过在冰面上钻孔并将仪器设

备放入其中来进行。 

此次研究给科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影像和相关数据，扩展了他们对极地生态系统

的了解。研究人员还希望今后能够利用Nereid号冰下机器人研究冰川和冰架底部的

环境，包括北极那些正在迅速减少的冰川。 

原文题目：Nereid Under Ice Vehicle: A Powerful New Tool for Polar Science 

来源：http://www.whoi.edu/page.do?pid=50242&tid=3622&cid=207409 

（王金平 季婉婧 编译） 

NOAA 将发射深空气候观测卫星 DSCOVR 

2014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发布消息称，深空气候观测卫星（Deep Space Climate 

Observatory，DSCOVR）预定于2015年1月23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Cape 

Canaveral）发射升空。如果一切顺利，这颗卫星将在110天后到达位于地球与太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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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个稳定的拉格朗日点（Lagrange point）轨道。 

DSCOVR气候观测卫星主要用来监测太阳活动,它将有效提高预警太阳风暴及

监测太阳活动的能力。它是第一个用于侦测由太阳引发的地磁风暴（geomagnetic 

storm）的深太空早期预警系统，将取代已经服役17年的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

（NASA）的研究卫星，并携带两个NASA的遥测装置，用以监测地球大气层的臭氧

与悬浮微粒水平，以及地球辐射的变化。 

美国国家气象局局长Louis Uccellini博士指出，就像地球上的天气预报，精准的

太空天气预报始于可靠的观测，DSCOVR将提供必要的观测资料，有助于为受到太

空天气影响的产业提供指标性的关键预测。 

原文题目：New NOAA spacecraft readies for launch next month 

来源：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218_DSCOVR.html 

（王金平 季婉婧 编译） 

 

前沿进展 

太平洋信风对全球气候以及热带海洋低氧区的影响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研究珊瑚成分变化的新方

法，指出自 1940 年以来，较强的太平洋信风正在调节全球气温，防止全球变暖，尽

管目前全球仍在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但太平洋信风减弱之后，全球

变暖可能会再次恢复。 

问题的起源来自于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加，但自 2001 年以来全球变暖有显著的间

断，热量的去向成为气候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利用气候模型和观测数据，科学家发

现大气环流变化导致热量进入地下海洋。气候科学家指出沿赤道异常强大的太平洋

信风推动热量进入海洋，同时带来低温的表层水。使少量的热量留在空气中，暂时

抵消温室气体带来的效应。 

另外一个研究团队从相反的方向研究了这一过程，弱的信风使全球变暖加速。

研究团队聚焦于 20 世纪初期的全球变暖，当时温室气体还未大规模排放。当时的研

究表明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气候才开始变暖，但实际变暖早已发生。研究是基于

基里巴斯西部太平洋的赤道珊瑚礁化学成分分析得出。1910-1940 年间的弱信风作用

使得全球气温回暖，而自 1940 年以来的强信风帮助全球气温稳定，导致过去 15 年

的升温放缓，但信风开始减弱的时候，气候变暖将重新加速。 

研究人员从热带西太平洋岛国的珊瑚骨架的化学分析得到证据。分析珊瑚礁化

学成分可以推测 1894 年至 1982 年期间热带太平洋信风的模式。当风从西边吹来（通

常是弱信风时期），激起当地泄湖沉积物中的锰，造成珊瑚中锰-钙比例偏高。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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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锰-钙比例较高的峰值出现在 1910 -1940 年，同时期地球经历明显的变暖。当珊瑚

中锰-钙比例下降时，1940 -1970 年，全球气温趋于平稳。研究人员利用 1960 年以

来的风速观测验证了这个说法，目前正在梳理 1960 年以前的风速观测记录，以便更

完善验证这一理论。同时研究人员也强调，信风只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

20 世纪中期气温趋于平缓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一些工业污染的缘故。这项研究表明信

风对气候的影响一直存在，在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中，信风成为一个显著的因素。 

信风不但对全球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对热带太平洋日益扩大的低氧区也有重

要影响。德国 GEOMAR 的研究人员表示热带太平洋低氧区的扩大与信风的自然波

动存在很大关系。科学家们已经观测到一些低氧区的扩大，但对其成因一直无法解

释。低氧区对一些变异的微生物是天堂，但对大型的海洋生物来说，则成为无法栖

息的区域。几百米深处的环流将富氧水流从亚热带区域向热带区域输送，当富氧水

流到达热带区域后，大量浮游生物开始繁殖，有机体死亡后向下沉降，在沉降过程

中，细菌分解有机体消耗氧气。当信风减弱，无法有效地从亚热带区域输送富氧水

流至热带区域，那么热带区域的低氧区开始扩大。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模拟氧平衡、

环流强度以及对应直接相关的信风强度。自 1970 年以来的信风疲软，可能是造成低

氧区扩大的一个原因。一旦信风强度加强，那么该过程有可能被颠覆。同时研究人

员表示其他外部因素对低氧区的扩大也会有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地球主要风力

系统，这对亚热带向热带海洋中氧的运输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根据这项研究的结

果，信风强度应该作为热带低氧区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文题目：Coral reveals long-term link between pacific winds,global climate 

Trade Winds ventilate the Tropical Oceans 

原文地址：http://www2.ucar.edu/atmosnews/news/13598/coral-reveals-long-term-link-between 

-pacific-winds-global-climate 

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passatwinde-beatmen-tropische-ozeane/ 

（鲁景亮 编译） 

冷泉区细菌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变化 

冷泉是零散分布于海底碳氢化合物泄漏区并具有高生产力的海洋生态系统。冷

泉化能合成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极其丰富，它们能够利用甲烷或者其他碳氢化合物

生存。与周围深海区的其他微生物相比，它们具有更高的呼吸效率。位于冷泉中的

细菌群落，与非冷泉区的群落相比，其物种的丰度，群落组成及空间尺度有何不同，

却鲜少有人研究。 

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们评估了东地中海深海的 9 个不同冷泉区及其周围区域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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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多样性。借助自动核糖体间隔基因分析（ARISA）技术和 454 高通量测序技术，

对分布尺度跨越几十米至数百千米的微生物群落进行了群落相似性比较，同时也进

行了地球化学分析。 

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冷泉区与非冷泉区生境的地球化学分析；2. 冷

泉区与非冷泉区细菌群落比较；3.冷泉区的细菌群落及影响其群落组成的因素；4.

受到冷泉影响的细菌群落的空间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冷泉像海底小岛一样具有隔离的微生物群落，冷泉生态系统的

细菌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冷泉区的细菌群落主要由δ-变形菌，ε-变形菌

和γ-变形菌组成，平均来说，与非冷泉区的细菌仅有 36%（按照 OTUs 划分）的相

似性。冷泉区的细菌群落与非冷泉区沉积物中的细菌群落显著不同。冷泉区域的空

间尺度仅有几十米，而细菌群落的变化很大，在 OUT 水平仅有不到 50%的相似性。

它们的变化从碳氢化合物的厌氧降解水平反映出孔隙水的硫化物差异。研究结果表

明，冷泉生态系统为深海的微生物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文题目：Spatial scale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at cold seeps (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 

来源：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4217a.html 

（郭琳 编译） 

冰下机器人（NUI）：一种用于极地科学研究的强大新工具 

北极是世界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在过去的 30 年里，北极变暖超过了地球上的

任何其他地区。随着海冰不断变薄和融化，理解这一地区的快速变化与生态系统变

得至关重要。北极的环境一直非常恶劣且变化迅速，在那里开展研究的科学家们现

在拥有了一个可以促进他们研究工作的宝贵新工具——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WHOI）设计和建造的创新机器人，它改变了科学家观察极地环境的方式。 

这一新型冰下机器人（Nereid Under Ice， NUI）是由一艘水面舰艇上的飞行员

通过一个轻薄型光纤系绳远程操控，可以传达实时的环境数据，包括机器所看见的

高清图像，因为它在海冰下探索、绘图和收集数据可以不受到干扰，远离破冰调查

船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实时视图使得科学家们得到良好的视觉反馈，从而指

挥沙蚕车的路径并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对 NUI 的设备能力描述如下： 

■在直接人力控制下进行实时探测，可以远离主破冰船； 

■高清视频与实时可视化地进行测绘和调查； 

■根据需要改变探测方式和轨迹，从而对感兴趣的研究特性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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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移动性——可到达压力脊、熔池、裂缝，进行一般性的仔细调查和测绘； 

■可抵达冰层下土地或者海底； 

■精密进入冰下边界层； 

■可抵达冰川舌和冰川架以下； 

■未来操作、样品提取和仪器布设能力。 

这一价值 300 万美元的机器人是由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主要斥资开发，并于 2014 年 7 月在阿尔弗雷

德·韦格纳研究所的极地号破冰科考船上测试运行，该破冰船可以进入非常厚的冰

层中进行作业。WHOI 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专攻 NUI 北极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Chris German 评价称，“北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生改变，拥有这样一个良好

的工具可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探索北极”。 

NUI 的一个关键部分便是如人体头发粗细的轻薄型光纤系绳。相比传统系绳，

光纤系绳允许 NUI 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可以使其到达冰盖更深处，或由直接人力控

制靠拢冰川更薄弱的地方。如果系绳断裂或者打结，NUI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动

车辆自由游动。作为其“回家”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车辆通过水下声学遥感器定期

向船舶报告其状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学教授、车辆设计及建造项目主要研究

者、今年夏天与 NUI 一起航行到北极的 Louis Whitcomb 进一步说明，通过发送一系

列车辆运动指令，操作人员就可以远程操控 NUI 使车辆安全地回到船上。 

过去的北极研究主要依靠从破冰研究船的一侧放下仪器收集样品。WHOI 的生

物学家 Louis Whitcomb 认为，破冰船是非常强大的船只，它们需要在冰中为自己开

出前行道路，但它们也只是一个漂浮的机器，其研究能力也相对有限。比如，不能

立即在冰下研究生物活性。有了这种新型机器人，科学家便能够达到足够远而不受

船只干扰的地方，可以在冰下真正的调查生物现象，这在以前是从未尝试过的。 

今年夏天该设备在极地号试验过程中进行了 4 次下潜，最大深度为 45 米。更重

要的是，机器人的潜水范围可达到距离船只 800 米，且 NUI 完成了长达 3.7 公里轨

道线的移动海冰水下调查。NUI 提供了丰富的光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视觉数

据，这些数据将是继续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观察有冰盖的海洋光合作用程度，以及

其在融化池形成与海冰厚度等方面的不同。其中一个意外收获是，研究小组指出潜

水器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些生物在冰层下拥有高产量。他们观察到高浓度的藻类（单

细胞生物）、桡足类（微小的虾类甲壳动物）、栉水母和幼形海鞘（透明凝胶状动

物）。



8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亥姆霍兹中心极地与海洋研究首席科学家、今年夏

天参与极地号考察的 Antje Boetius 认为，科学家若要更好地了解极地在变暖大环境

下的变化，其中一个很大的需求便是能够在融化冰层下进行观察。目前科学上还没

有其他合适的方法：卫星无法看到冰层下方，而研究船又干扰了冰下环境，NUI 正

是这方面的一个创新。 

NUI 的系绳系统最初是在设计无人深海机器人尼利亚的时候研发的，它于 2009

年完成了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的下潜任务。尼利亚也是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深潜

设施工程师团队设计和建造，它成功协助科学家探索了位于 Mid-Cayman Rise 的世

界最深排气点（2009-2013），该设备于 2014 年 5 月丢失，当时正在执行一项深潜

任务，探索 6000 米至 11,000 米深度的海洋超深渊地区。2014 年夏天乘坐极地号进

行的考察是由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与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

（AWI）提供资助。这次考察也是亥姆霍兹联盟计划“机器人探索极端环境（ROBEX）”

的一部分。 

原文题目：Nereid Under Ice Vehicle: A Powerful New Tool for Polar Science 

来源：http://www.whoi.edu/page.do?pid=50242&tid=3622&cid=207409 

http://www.awi.de/en/news/newsflash/2014/december/#c29089 

http://www.whoi.edu/main/nereid-under-ice 

（於维樱 编译） 

 

海洋规划与管理 

加拿大发起水产养殖联合研究开发项目(ACRDP) 

水产养殖联合研究开发项目(ACRDP)是由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DFO)提议设立，

旨在提高水产养殖产业和部门合作研究的水平和发展。ACRDP 项目主要由 DFO 管

理，项目的资金支持为每年两百万美元。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 

 提高加拿大水产养殖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加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合作研究； 

 促进技术转移和知识流通的过程； 

 提高加拿大水产养殖业重要的水产养殖研究和发展的科学能力。 

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鱼类健康 

加拿大海洋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养殖水生动物(鱼类和贝类)的健康

及适当的健康管理。在这方面的支持方向主要包括：抗病性、疾病监测和检测、病

原体的生命周期研究 (害虫、病菌和寄生虫)、健康管理(如疫苗和治疗；生物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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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域)、外来物种管理。 

 环境绩效 

ACRDP 的环境绩效研究旨在支持能提高加拿大水产养殖的整体环境可持续性

的研究。资助的研究旨在帮助水产养殖部门加强对环境友好的措施，同时保证经济

可行性和最优的产品质量。在这方面的支持方向主要包括：野生和养殖物种的相互

作用（包括生态相互作用、环境承载能力和沿海区域模型）、环保实践/设备、改善

水质、减少/管理垃圾排放、评价海洋栖息地的影响、水生外来入侵物种的环境影响。 

此外，该项目还在两个大的研究方向（鱼类健康和环境绩效）中确定了国家优

先研究方向，有鳍鱼和贝类研究，这将有助于指导开发和进行决策。这些优先研究

方向在国家 ACRDP 年会上进行讨论，由政府管理部门、科学家代表以及工业和学

术界代表提出，由国家 ACRDP 指导委员会进行审核和批准，并且在每年的发布提

议前进行评述和更新。 

原文题目：Aquacultur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来源：http://www.dfo-mpo.gc.ca/science/enviro/aquaculture/acrdp-pcrda/index-eng.htm 

（王琳 编译） 

澳大利亚建立海岸全覆盖的综合海洋观测网络 

2014 年 12 月 17 日，PLoS ONE 杂志发表题为《综合海洋观测系统国家基准站：

一个覆盖大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海岸观测系统》（IMOS National Reference Stations: 

A Continental-Wide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oastal Observing System）的文

章指出，由 9 个近岸基准站点组成的澳大利亚海岸网络，可提供最新的物理、化学

及生物信息，能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沿海海域。 

持续的海洋观测有助于科学家跟踪海洋和生态系统变化。为解决这个问题，澳

大利亚综合海洋观测系统（IMOS）建立了由 9 个国家基准站（NRS）构成的网络。

该网络的建立基于自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以来一直进行每月水样采集的 3 个长

期地点。这些系统的传感器目前收集超过 50 个数据流，包括温度、盐度和营养物、

碳、洋流以及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采样。 

研究人员通过对该网络的效用评估后发现，该网络可能有助于极端事件的观测，

如海洋热浪、罕见事件（如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一致性抽样和

沿海浮游动植物群落分析。NRS 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澳大利亚近海和生态系统的大规

模的、长期的变化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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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澳大利亚 9 个国家基准站布局 

原文题目：IMOS National Reference Stations: A Continental-Wide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oastal Observing System 

来源：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113652 

（王宝 编译） 

NOAA 恢复科学行动计划拟开展墨西哥湾保护研究 

2014 年 12 月 17 日，NOAA 恢复科学行动计划并发布第一个联邦资助机会，

寻求及时、高质量的科学成果提案，用来制定管理战略以支持墨西哥湾生态系统可

持续性。“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恢复的科学行动计划”致力于科学有效地解决墨西哥湾

环境恶化问题，通过恢复法案来保障墨西哥湾沿岸生态恢复工作的实施，建立一个

环境友好的生态经济系统。 NOAA 启动该计划的远景是全面了解墨西哥的生态系统

和最大程度上支持海湾恢复行动，通过生态系统研究、观测、监测技术的发展，保

护鱼类资源、渔业、栖息地和野生动物。 

NOAA 恢复科学行动计划明确了 10 个长期优先研究领域，指导如何支配投资基

金。该项目预计明年初发布科学行动计划最终版本。该行动计划预计支持 3-7 个为

期一至两年的研究项目，资助资金高达 250 万美元，项目涉及以下类型： 

 当前生态系统计算机建模的综合评价； 

 墨西哥湾生态系统包括人文和渔业的健康指标比较和分析； 

 监测和观察能力评估。 

项目提案至少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其中之一: 

 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管理，包括渔业；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 

 社会、人为和经济科学对生态系统恢复和管理的综合影响。 

原文题目：NOAA RESTORE Act Science Program issues funding call for Gulf projects 

来源：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217_restoreact.html 

http://restoreactscienceprogram.noaa.gov/miscellaneous/noaa-restore-act-science-program-announces-

first-funding-opportunity 

（张灿影 编译）



11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前沿扫描》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

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版权法的

有关规定，严禁将《前沿扫描》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信息

报道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能以任何方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相关专

题《前沿扫描》。任何单位要链接、整期发布或转载相关专题内容，应

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发送正式的需求函，说明其用途，征得同意，

并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签订协议。其它单位如需链接、整期发布或

转载相关专题的《前沿扫描》，请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系。 

欢迎对《前沿扫描》提出意见与建议。 

 


